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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熱血公

民」成員黃洋達（35歲）去年6月6日在立法
會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時，
因衝擊立法會被捕，早前被裁定非法集結罪
成，罰款5,000元。控方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向
辯方律師申請虛耗訟費，指辯方因文件未能準
備妥當，使審期延誤，裁判官批准其訟費申
請，辯方律師需支付9,000元訟費。
去年6月6日，立法會財委會正審議新界東

北新發展區前期工程撥款，多個反對派團體先
後闖入立法會地下大堂抗議，包括黃洋達在內
的「熱血公民」成員傍晚到場「聲援」。當晚
9時許，黃洋達與一群「熱血公民」支持者闖
入立法會大堂抗議，懷疑與保安員推撞，其間
有保安員受傷，立法會報警處理。
黃洋達其後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參與非法

集結罪成，判罰款5,000元。裁判官蘇惠德在
宣判時指，黃與其他示威者確有衝擊行為擾亂
秩序。不過，另一項企圖強行進入立法會罪，
因法官指黃當時站在門口是圖阻止大門關上，
而非進入大樓，故裁定黃罪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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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一輛雙層巴士昨晚近8時沿龍翔道東行，途
至黃大仙天馬苑對開落斜時突冒煙起火，火勢蔓延
極速，全車迅陷入一片火海，消防到場開喉灌救約
20分鐘將火救熄，惟巴士嚴重焚毀，上層燒至幾乎
完全消失，幸車長機警，及早已通知乘客安全疏
散，無人受傷。據悉有乘客大讚車長待乘客全下車
後才下車。火警影響龍翔道東行線一度全線封閉，
其間嚴重塞車，龍尾延至豐力樓。當局正調查巴士
起火原因。 ■記者杜法祖

九巴自焚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友光 ) 曾獲多位明星藝
人光顧，總店更連續兩年獲「米芝蓮」推介的「季季
紅風味酒家」，旗下兩間分別位於灣仔和荃灣的分
店，昨晨先後遭人潑淋紅漆刑毀，大閘及招牌均中
招，歹徒更「拍照紀錄」始逃去，不排有人受指使
「做嘢」。警方已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正追緝兩名
配備的士犯案歹徒及調查動機。而「季季紅」總部職
員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唔清楚咩事」。

歹徒犯案後不忘拍照「留念」
昨凌晨4時許，「季季紅」位於灣仔道3號的分店門
外，一名保安員發現一名男子向店舖拍照，感到奇怪
擬上前了解之際，對方匆匆登上的士逃去。保安員隨
後發現店舖的金漆招牌及大閘均被人潑淋紅色油漆，
於是報警。至昨上午11時41分，「季季紅」位於荃灣
青山公路187號的分店，入口處一條3米高石柱，及一
副寫上「季季花開燦紅鴻樂富饒」的兩米高對聯，同
樣遭人潑淋紅色油漆。
「季季紅風味酒家」在灣仔、西環、屯門、元朗、

沙田及荃灣均設有分店，標榜以大眾化價錢，讓普羅
大眾盡享色、香、味俱備的圍村風味佳餚。其中位於
屯門藍地的總店更連續兩年獲《米芝連指南香港澳門
2011》及《米芝連指南香港澳門2012》推薦為「必比
登『米芝蓮車胎人』」食府。

「季季紅」兩分店遭淋紅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商人陳振聰因偽造龔
如心2006年遺囑，企圖侵吞逾800億元遺產，前年被
裁定偽造及行使虛假遺囑罪名成立，入獄12年，當時
主審法官指陳濫用司法程序，進行不必要的初級偵
訊，頒令陳支付律政司在初級偵訊的訟費，律政司要
求230萬元，陳則還價80萬元，高等法院聆案官昨評
定律政司最少可取回150萬元，其中108萬是委聘英國
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擔任主控官的費用。

陳振聰須付律政司逾150萬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成功將日本知名食府
「和民」、「牛角」及「夏麵店」引進本港的飲食界
名人廖傑民，涉嫌蓄意隱瞞利益衝突，以欺詐手段將
株式會社旗下的18家餐廳食店的設計裝修工程，批給
自己擁有的工程公司承辦，涉款170萬餘元，更將私
人飯局的5,600多元費用視為公務應酬，藉詞騙取公
費，昨在區域法院否認兩項詐騙等罪名受審。控方陳
述開案陳詞後，法官應辯方要求將案延至今日才傳召
控方證人出庭作供。
52歲被告廖傑民案發時為株式會社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兼董事，在2012年，株式會社有限公司入稟高等法
院，民事指控廖在擔任該公司的行政總裁及董事期
間，違反擔任該職位應作的責任，要求作出賠償。

港「和民之父」廖傑民否認詐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紅磡本月12日發生
的偷報紙引發警長追截開槍案，涉開車輾傷警長右小
腿後逃去的客貨車司機前日在九龍城區落網，人車同
被扣查。
疑犯姓繆、35歲，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2月上旬

向警方報到；案中還有一名30歲姓黃女子及33歲姓劉
女車主早前被捕，同獲准保釋候查。
疑犯當日所駕客貨車被扣留在西九龍警察總部。昨

午有數名重案組探員為該車搜證，其間打開尾門取出
一塊碎裂的玻璃檢查。此外，探員又在左車門疑是彈
孔位置，撕開貼着的白紙檢查。

偷報開槍案
司機落網 車見彈窿

■曾被警長連開4槍客貨車，探員正檢查前門下有兩
個疑似彈孔。 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公民黨總策劃幹事黃晙，涉在寓
所藉按摩為名非禮男友人案，昨在東區裁判法院續審，黃被裁定
非禮罪表證成立，他選擇不出庭作供，案件下周三續審。
黃晙男友人早前作供指，黃按摩時脫去他內褲，企圖為他手淫，
他感到受辱及震驚，事後報警。惟他昨日接受盤問卻承認他離開黃
寓所時，有主動邀請黃下次去吃日本菜，更承認在去年「佔領公民
廣場」時碰見黃，並主動向對方稱「對唔住，我諗有誤會」，黃當
時則回應稱：「事件已進入法律程序，唔方便聯絡。」

事主：睹被告穿四角褲有勃起
已向公民黨申請休假的被告黃晙（35歲），否認去年8月30日
在灣仔永豐街寓所非禮21歲男事主。事主在早前作供時指出，他
親眼看見穿着四角褲的被告陽具勃起。辯方昨日盤問事主時質
疑，半夜三更事主全身赤裸，在陌生人家中被人按摩，而被告又
赤裸上身及陽具勃起，事主還可以冷靜應對，整件事十分荒謬。
辯方質疑事主講大話，所有指控均是其幻想出來。

公民黨「大內總管」非禮表證成立

■涉風化醜聞的黃晙在公民
黨被稱為「大內總管」。

資料圖片

「黃絲漢」涉屈反「鳩嗚」者斬人
疑持菜刀自潑假血圖嫁禍 遭警制服送院證無傷痕

辯方質疑印傭為離職作故仔
來港工作不足一星期的已婚印

傭，去年初在港島西區住所清潔
期間，疑女僱主不滿她將掃帚揮
向及驅趕家中狗隻，以菜刀割傷
她無名指致手指骨裂，案件開

審。疑受虐印傭特地從印尼來港出庭
作供，指僱主斬傷她手指後隨即離家
上班，她自行清洗菜刀砧板及包紮傷

口，透露「受傷手指至現時仍未能屈
曲」。辯方則認為印傭為了離職，誣
衊遭被告斬傷，藉此省卻1.5萬元中介
費。案件押後至下周一續審。
在中環牙醫診所任職的被告顏淑慧

（39歲），否認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
她昨在夫、女陪同下到區域法院受審。
事主Anis Andriyani供稱，她在去年

初抵港兩天後隨即為被告工作，每月
人工4,010元，惟其中2,500元需交給
僱傭公司作中介費，為期6個月。僱主
家中除了被告一家三口外，仍有一大
一細兩隻狗需要照顧。由於她不懂廣
東話及英語，主要依賴家中一本印尼
話翻譯書籍與僱主溝通。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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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電召豪華「白牌車」自投羅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警方繼續打擊汽車無牌收費載客
（「白牌車」）活動，繼前日截
獲復康機構車輛涉走「白牌車」
後，警方昨日再「放蛇」揭發一
部豪華七人車「走白牌」專門接
載遊客。警員拖篋喬裝遊客「放
蛇」電召目標車輛，以高達500元
車資從淺水灣前往跑馬地，懷疑
有人濫收車費「劏客」，以「非
法駕駛汽車作出租用途」、「駕
駛時無第三者保險」及「欠交法
庭罰款」三宗罪拘捕涉案司機。
被捕司機姓李、45 歲，涉嫌
「非法駕駛汽車作出租用途」、
「駕駛時無第三者保險」及「欠
交法庭罰款」三宗罪被扣查後已
獲准保釋。

淺水灣至跑馬地「盛惠」500元
昨上午11時許，警方港島總區
交通部特遣隊派出兩名人員，帶
同行李篋喬裝遊客，電召豪華客
車，要求從淺水灣酒店前往跑馬
地宏德街近普善街一間酒店。未
幾，一輛深色豪華七人車駛至，
兩警「拖篋」上車，抵達目的地

交付500元車費。
警員隨即表露身份調查，除揭

發有人懷疑未領有合法牌照駕車
收費載客，駕車時無相關第三者
保險，另涉欠交法庭罰款正被通
緝，而有關罰款已拖欠多時，連
同附加費累積至大約1,500元，於
是當場拘捕該名姓李司機。
警方消息指，初步懷疑有人透過

互聯網分類服務廣告網頁，以訪

港旅客為主要對象，未經申領合
法牌照暗中經營非法「白牌
車」。警方調查發現有關載客服
務收費水平頗高，以昨日一案為
例，由淺水灣前往跑馬地，涉及
單程車資高達500元，遠較的士收
費為高，有濫收車資「劏客」之嫌
疑。警方表示，十分重視涉及非法
駕駛汽車作出租用途的案件，會繼
續採取針對性行動打擊。

被捕男子姓劉、33歲，為持雙程證
人士，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被扣查。
現場消息稱，前晚有「鳩嗚團」在旺
角街頭與反「鳩嗚」人士衝突，大批警
員到場調停，混亂中，人群傳出有斬人
血案發生，更傳出「傷者」頭部有兩度
血痕。前晚10時許，警方接報西洋菜南
街發生懷疑斬人案，但現場及醫院均無
發現涉及刀傷的傷者。

「鳩嗚」團「聲援」叫囂警放人
其後，警員在豉油街近西洋菜南街一

條後巷，發現一名可疑男子手持懷疑染
血菜刀，身上並有一些看似鮮血的紅色
液體，並將疑人截停，有人反抗但終被
警員制服，由救護員五花大綁送院檢
查。一批「鳩嗚」者在場「聲援」被捕
者，要求警方放人。
當時，有人滿身「鮮血」情緒激

動，須10多名在場警員將他按在地上
制服，有人更聲稱目睹斬人者乘亂逃
去。警方將看似滿身鮮血的「傷者」
送院，又在現場拉起封鎖線調查，現
場則留下一把懷疑兇刀，上面沾有懷
疑血跡。

消息指，該名「傷者」外號「大聲
公」，被送院後，醫生發現其身上沒有
任何傷痕，有人承認現場染有「鮮血」
的菜刀屬於自己，及用道具血漿自淋身
體，警方於是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

器」將他拘捕。
案件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

進。警方並不排除有人利用「染血」菜
刀及自淋道具血漿扮被斬傷，意圖嫁禍
他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旺角鬧市前晚有「鳩嗚（購物）

團」與反「鳩嗚」人士衝突，其間發生斬人疑案。一名自稱是「黃

絲帶」支持者的持雙程證男子，前晚手持菜刀，身上並有疑為鮮血

的紅色液體，聲稱被反「鳩嗚」人士襲擊。警方調查後證實並無人

被斬傷，有人更自認在身上淋道具血漿，警方於是以涉嫌「藏有攻

擊性武器」將其拘捕，不排除有人利用「染血」菜刀及自淋道具血

漿扮被斬傷，意圖嫁禍他人。

旅巴「無人駕駛」撞跑車衝入地舖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友光 )
一輛僅載有行李的28座旅遊巴，昨午
12時許駛經土瓜灣順豐街與旭日街交
界時突失控，先撞到路邊一輛跑車後
再剷上行人路，衝入一個樓盤地下的
空置舖位，撞毀3塊巨型玻璃幕牆，
六旬旅巴司機昏迷需消防員救出，送
院留醫情況嚴重。由於司機表面無嚴
重傷痕，警方不排除有人駕駛途中昏
迷肇事，幸未殃及途人。
被撞毀空置舖位位於旭日街9號新
樓盤「港圖灣」地下，據悉原是樓盤
接待處，供業主交收之用，現時已空
置待出租。現場所見，舖位共有3塊
每塊4米高、1米濶的巨型玻璃幕牆
粉碎，而肇事旅巴右車頭損毀泵把甩

脫，擋風玻璃碎裂；被其撞倒的是一
輛紅色跑車，車尾撞凹，據姓陳跑車
司機稱，當時他正停車翻看地圖，突
聽聞一聲巨響，落車查看只見一輛旅
巴撞入店舖，司機昏迷車內，於是報
警。陳表示若他將車停後一點，恐怕
會被撞傷。
失事旅巴司機姓郭、61歲，目前在

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
況嚴重。
據其所屬旅行社負責人李先生表

示，郭入職兩年，沒聽過他有長期病
患，今日是其放假兩天後首日開工，
事發前剛接載一個旅行團往午膳，並
打算將車駛到旭日街停車等候，豈料
中途發生意外。

■■西洋菜街發生西洋菜街發生「「鳩嗚鳩嗚」」((購物購物))人士與市民爭執演變成做假人士與市民爭執演變成做假「「血案血案」」後後，，有有
「「鳩嗚鳩嗚」」支持者到醫院了解情況支持者到醫院了解情況。。

■■旭日街車禍旅巴撞入旭日街車禍旅巴撞入
港圖灣地下街舖港圖灣地下街舖，，撞毀撞毀
33塊巨型玻璃幕牆塊巨型玻璃幕牆。。

■被警方「放蛇」截獲的「白牌7人車」，旁為涉非法載客取酬的司
機，被警察帶走調查。 記者劉友光攝

1月22日(第15/00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24日

頭獎：-
二獎：$517,500 （3注中）
三獎：$102,220 （40.5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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